105 學年度日間部轉學生招生報到狀況：
額滿系所及備取生遞補名單
105/08/10
※遞補報到相關訊息，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請備取生務必主動上網查詢報到
相關訊息，逾期未報到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
※本校暑假作息時間為：
◎週一至週四每日上午 8：00 至 12：00；下午 1：00 至 4：30
◎全校共休，暫停上班：105.8.19（五）~ 105.8.28（日）
（備取生遞補公告順延至 105 年 9 月 1 日公告。）
◎自 9 月 5 日（一）起恢復正常作息（星期一至星期五上班，每日上午 8：00
至 12：00，下午 1：00 至 4：30）
一、額滿系所，嗣後如遇出缺名額時，每星期四上午 10：00 於本校招生資訊網
公告遞補名單，請按時查閱不另行通知。
二、遞補、報到相關訊息，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請備取生務必主動上網查詢
，逾期未報到者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要求補救措施。
三、公告額滿系所：
序號

額滿系所

1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退伍外加)

2

哲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3

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一般生)

4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
(一般生)

5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
(一般生)

6

圖書資訊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7

影像傳播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8

新聞傳播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9

新聞傳播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10

廣告傳播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11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三年級(一般生)

12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退伍外加)

13

英國語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14

法國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15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退伍外加)

16

義大利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備註

17

德語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18

化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19

心理學系二年級(退伍外加)

20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二年級(一般生)

21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二年級(一般
生)

22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三年級(一般
生)

23

餐旅管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24

兒童與家庭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25

兒童與家庭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26

社會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27

學士後法律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28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二年級(一般生)

29

會計學系三年級(退伍外加)

30

資訊管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1

資訊管理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32

音樂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3

食品科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4

營養科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5

宗教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6

護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

37

公共衛生學系三年級(一般生)

四、經公告獲遞補資格之備取生，請依下列注意事項辦理報到：
1.請自行以學號上網至 http://school.taishinbank.com.tw 下載繳費憑單
並依繳費憑單說明方式務必於報到前繳費，並持收據聯辦理報到。如有疑
問請於上班時間電洽總務處出納組陳先生（02）2905-2618。
各項收費標準表請參閱本校學費查詢系統，網址：
http://tuition.ga.fju.edu.tw/lnchargeStudent/。
2.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系統考生專區
(網址 http://exam.fju.edu.tw/stu/)，下載「日間部轉學生報到程序
單」。
3.請於 105 年 8 月 11 日(08：00-16：30)、8 月 15 日(08：00-15：00)，攜
帶下列文件至本校野聲樓樓二樓教務處註冊組 YP209 室辦理報到。
（1）輔仁大學 105 學年度日間部轉學生報到程序單
（2）學雜費繳費憑單收據聯。
(3) 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各 1 份。

（4）學位證書【或修業（轉學）證明書】正本及影本各 1 份（持國外學
歷者，請參閱本簡章第 18 頁備註 3）。
(5）學生證（校園卡）申請書。
※報到前請先行至招生資訊系統考生專區，上傳最近 6 個月內數位照片檔，並列
印『學生證（校園卡）申請書』，報到時繳交；無數位照片檔者請列印『學生
證（校園卡）申請書』，並貼妥最近 6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一張，報
到時繳交。
4.未依規定完成報到手續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所遺缺額由備取生依規定遞
補。
五、備取生遞補名單：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三名
彭虹宜
0501020009
學號：404011704

林晉旭
黃家怡
0501020013
0501020040
學號：404012693 學號：404012722

中國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三名
陳奕潔
0501030012
學號：403012725
歷史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五名
陳揚
0502020061
學號：404021656

余世閔
何家儀
林彥宏
0502020004
0502020024
0502020017
學號：404022650 學號：404022662 學號：404021682

林孝謙
0502020045
學號：404021694
歷史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楊長安
0502030003
學號：403021752
哲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石恆宇
0503020030
學號：404031742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黃馨儀
050E020038
學號：404383640

李佾錚
050E020066
學號：404383652

企業管理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朱昱瑄
050E030011
學號：403382687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六名
鄭博尹
050F020095
學號：404411734

呂昀星
林宇琦
李曼琳
050F020022
050F020169
050F020171
學號：404412726 學號：404411746 學號：404411758

陳玟卉
050F020110
學號：404412740

陳冠良
050F020007
學號：404411772

圖書資訊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杜映心
0510020022
學號：404040664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古竣元
江承翰
0516020025
0516020030
學號：404080597 學號：404080638
體育學系運動競技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黃暉盛
0517020001
學號：404090724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黃絹庭
0518020005
學號：404100634

電機工程學系系統與晶片設計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李元耀
0519020005
學號：404240630

盧正倫
0519020012
學號：404240642

英國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四名
胡國士
劉怡琳
陳家絃
黃立霖
0520020098
0520020082
0520020183
0520020054
學號：404110720 學號：404110744 學號：404110770 學號：404110782
西班牙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陳雅雯
0523020022
學號：404130718
西班牙語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蘇倍誼
詹筑
0523030007
0523030006
學號：403130761 學號：403130785
日本語文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三名
陳昱任
0524020089
學號：404141626

王琴娜
洪紋蔚
0524020090
0524020079
學號：404141638 學號：404142632

日本語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王建輝
李公碩
0524030034
0524030016
學號：403141655 學號：403141667
德語語文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李惠瑜
0526030014
學號：403160687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四名
張紋綺
0531020012
學號：404180610

張五杰
王于欣
周伯安
0531020002
0531020008
0531020011
學號：404180622 學號：404180646 學號：404180660

化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張振霆
陳藝文
0533020017
0533020018
學號：404191607 學號：404191619
心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黃淳韜
0539020018
學號：404200769

蔡佳豪
0539020045
學號：404200783

資訊工程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四名
葉秉勳
魯俊華
高紹瑋
劉宥辰
0551020075
0551020042
0551020016
0551020029
學號：404261610 學號：404262602 學號：404261622 學號：404261634
資訊工程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江文暄
0551030002
學號：403261730
生命科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張明陽
0554020024
學號：404272671
社會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三名
張得容
鍾子翔
0563020001
學號：404330710

莊子德

0563020032
0563020020
學號：404330722 學號：404330758

社會工作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陳禎祥
0564020004
學號：404340765
經濟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吳書豪
0565020002
學號：404351697
經濟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林聖恩
0565030009
學號：403352723

法律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姜承欣
鄭竹媜
0566020041
0566020188
學號：404322622 學號：404321628
法律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楊和頤
0566030019
學號：403321669
財經法律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駱芷薇
歐紘緯
0567020054
0567020001
學號：404360624 學號：404360636
財經法律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王宥筑
0567030002
學號：403360689

沈嘉欣
0567030013
學號：403360706

會計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四名
莊亞鑫
0571020126
學號：404391661

黃品瑄
安夢皖
顧皓天
0571020109
0571020118
0571020009
學號：404392653 學號：404392665 學號：404392677

會計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三名
蘇秉緯
鍾依倩
林怡樺
0571030033
0571030029
0571030032
學號：403391705 學號：403392682 學號：403392694
統計資訊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三名
陳祈睿
0576020009
學號：404421612

林廷宇
林睿恆
0576020006
0576020014
學號：404422628 學號：404421636

音樂學系三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李文茜
0580030003
學號：403430537
應用美術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江哲維
0581020021
學號：404440747
景觀設計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三名
高芷筠
薛瑋漢
詹羽姍
0582020015
0582020026
0582020006
學號：404450780 學號：404450833 學號：404450857
公共衛生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二名
陳玄鋼
黃可仁
0592020007
學號：404500705

0592020009
學號：404500729

臨床心理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四名
劉潔溪
0595020011
學號：404520729

馮思澄
林依柔
柯宇安
0595020097
0595020064
0595020088
學號：404520731 學號：404520743 學號：404520755

職能治療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李民農
0596020044
學號：404530724
呼吸治療學系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一名
周佳琳
0598020007
學號：404540470
電機工程學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組二年級(一般生)：缺額五名
李政霖
蘇恆杰
胡慶安
楊志中
0599020010
0599020011
0599020004
0599020006
學號：404250594 學號：404250609 學號：404250611 學號：404250623

